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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論 (Ecclesiology) 

試想想： 

1. 教會（普世及本地）為何而存在？ 

2. 教會（普世及本地）現今面臨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一、 教會的本質 

A. 字義:「教會」(Church) 這個字1在現代有不同的意思,可以指建築物、教派或一群人。

「教會」的希臘文 ekklesia2基本意思是「被呼召出來」(called out)、「集會」(assembly)

或「會眾」(congregation)。 

B. 範圍： 在新約聖經, ekklesIa 可指(1)在一處地方的教會(徒 8:1,11:22); (2)普世的聚會(林

前 12:28, 15:9) 。  

C. 成員:「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弗 1:22;西 1:18、24),由所有經歷重生、領受聖靈的基督徒

組成(林前 12:13)。不是所有加入教會的人都是真正的基督徒,聚會中也有未真正相信基督

的人(參林後 13d:5:約壹 2:18~19)。這就是「有形的教會」與「無形的教會」的概念:有形

的教會是肉眼看得見的,無形的教會則是由真正基督徒組成的。 

D.  教會與三一神：教會是屬靈的群體,其成員蒙父神揀選(弗 1:4;彼前 1.2), 藉著聖靈參與

基督和祂的工作(羅 6:6,8:17;西 2:12),與聖靈有契通(林後 13:14 ;腓 2:1),並從聖靈得著能力

和恩賜(林前 2:4,12:7-11) 。 

 

二、教會的意象 

聖經有許多教會的圖像式隱喻和比喻(意象 (imagery): 

A. 基督的身體 (林前 12:12~31; 弗 1:22~23,4:15; 西 1:18) 

1. 基督是頭,意味著祂是教會最高的元首; 

 
1 In the earlier Greek It was pronounced "ku-ri-a-kos" or "ku-ri-a-kon.", whose meaning is understood by its root: 
"Ku- ri-os," which means "lord." (主) Thus, "kuriakos" (i.e., "church") means "pertaining to the lord." (屬於主) 
2 Ekklēsia was a common Greek term for an “assembly” of people (political and social as well as religious), but in a 
Jewish context it would be particularly heard as echoing its frequent LXX use for the “assembly” of the people of 
God, which thus denotes the national community of Israel. But in Matthew 16:18, Jesus speaks with extraordinary 
boldness of “my ekklesia”—the unusual Greek word-order draw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my.” But the coming 
of Israel’s Messiah will cause that “assembly” to be reconstituted, and the focus of its identity will not be the 
nation of Israel, but the Messiah himself: it is his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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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徒是肢體,意味他們是多樣化的(身體有許多不同的肢體,如手、腳、 眼睛等)卻是合一

的(屬於同一個身體),並且應該彼此相顧相助。 

3. 身體會長大,以弗所書也有教會成長的概念:神腸下各種職分和恩賜,「為的是要裝備聖徒,

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體在愛中過誠實的生活,在各方面長進,達到基督的身量…照著每

部分的功用,配合聯繫起來」(弗 4:11~16)。這段經文讓我們看見,運用屬靈恩賜是重要的。 

天主教和東正教的神學按照字義而非比喻來理解「(基督的)身體」,把教會等同耶穌基督。

因此,他們高舉教會的權威,認為教會藉著聖禮來施行救恩,這觀念稱為「聖禮神學」

(sacramental theology)。然而,這不符合聖經的看法,因為(1) 新約聖經從沒有叫人信靠或敬

拜教會,只叫人信靠和敬拜神或基督;(2)新約聖經從沒有說教會代替我們的罪而死,或稱教會

是救主;(3)教會應當順從基督和祂的話語(弗 1:22);(4)聖靈不是受教會差遣,乃是受基督差遭

來引導教會(徒 8:29、39, 10:19 ,11:12)。教會與基督的關係,應該是愛的緊密關係,而不是等

同的關係。 

B. 聖殿 (林前 6:19; 彼前 2:5~6) 

「你們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一座屬靈的殿宇，進入聖潔的祭司體系，好藉著耶穌基督獻

上蒙神悅納的屬靈祭物。」(彼前 2:5~6) 

信徒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房角石是基督(弗 2:19-20)。耶穌對彼得說: 「我告訴

你,你是彼得,我要在這盤石上建立我的教會,死亡的權勢不能勝過他。」(太 16:18)「磐石,

在這裡的意思,有三種看法: (1)基督;(2)彼得的宣告(即他所傳的福音); (3)彼得。天主教神學

家認為「磐石」指彼得,以此支持「使徒統緒」(apostolic succession)的教義,即現今的教皇

是彼得的繼承人,也擁有彼得的使徒權柄。然而,這論點十分牽強,因為即使「磐石」指彼得,

經文沒有說彼得有繼承人(並且直到今日都有)。 

C. 新婦 (弗 5:2; 啟 21:1-2,9-10) 

「你們作丈夫的 ，要愛你們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 , 為教會捨己 。」(弗 5:25) 這表達

教會與基督相愛的關係。3 

D. 家 (約 1:12; 羅 16:1 ; 西 1:2;約壹 3:1) 

這表達在教會裡面,信徒與天父之間、和彼此之間的親切溫暖的關係。 

 

 

 
3 這種觀點起源於舊約先知，他們把以色列人描述成上帝的新婦，參《以賽亞書》54:5：「因為造你的是你

的丈夫，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救贖你的是以色列的聖者，他必稱為全地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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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會的標記 

〈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說明了教會的典型標記: 「唯一聖而公之教會,眾使徒所傳者」

(One, Holy, 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 

• 「唯一的」(One) 意味耶穌只成立一個教會; 

• 「聖潔的」(Holy) 意味這教會是分別為聖的; 

• 「大公的」(Catholic) 指教會不受時空限制和普及的,即是我們和過去的聖徒 (例如:奧古

斯丁、路德),以及現今一切國家和民族的基督徒,都同屬耶穌基督所設立的教會! 

• 「眾使徒所傳者」(Apostolic) 指教會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天主教將之理解為使徒統緒

教皇擁有從彼得傳下來的恩膏,因而擁有使徒的權柄,基督徒都應該聽從他。然而,這觀

點沒有足夠的聖經根據,也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是神啟示的真理。好些改革宗神學家認為,

真正的教會有以下的記號: (1)傳講純正的福音; (2) 正確施行聖禮(洗禮、聖餐); (3) 按主

的真理和愛心執行教會紀律。 

 

四、教會的組織和管理 

A. 使徒時代的教會有以下的特點: 

1. 指定的領袖:長老(elder;希臘文 episkopos, 參徒 20:17; 腓 1:1; 彼前 5:1~2)和執事(腓

1:1;提前 3:10~11) 

2. 訂立選擇領袖的資格(徒 6:5~63 提前 3:1~13; 多 1:5~9) 

3. 禮儀(徒 2:41~47; 林前 11:23~26) 

4. 奉獻(林前 16:1~2)4 

5. 敬拜的次序(林前 14:40) 

6. 名冊: 例如寡婦的名冊(提前 5:9) 

7. 紀律(太 18:15~20; 林前 5:13; 林後 2:5~11): 在甚麼情況下才趕出教會? 就是當那人

的罪行嚴重影響福音的見證並且不肯悔改(林前 5:2),5 但這必須經過一連串步驟,最

後才執行(太 18:15~20) 

B. 教會領袖：長老和執事 

提摩太前書三章 1 至 7 節列出揀選 episkopos (長老)的重要原則:「必須無可指摘,只作一個

妻子的文夫,有節制,自律,莊重,樂意接待客旅,善於教導,不好酒,不打人,只要溫和,與人無爭,

 
4 「論到為聖徒捐錢，我從前怎樣吩咐加拉太的眾教會，你們也當怎樣行。 2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

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著，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林前 16:1-2) 

5 「你們還是自高自大，並不哀痛，把行這事的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林前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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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貪財,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兒女凡事敬重順服。初信主的不可作監督,恐怕他驕傲,就落在

魔鬼所受的刑罰裡, 也必須在教外有好聲譽,免得他被人毀謗,就落在魔鬼的陷阱裡。」 

長老的主要工作是監督(oversee)教會,包括以下幾方面: 

1. 領導 (帖前 5:12; 提前 5:17;來 13:7、17、24) 

2. 照顧(提前 3:5): 這與好撒瑪利亞人比喻中的「照顧」(路 10:34~35)在希臘原文是同一字,

表達考慮周全的關懷 

3. 牧養: 如同基督一樣(彼前 2:25) 保護(徒 20:28)、看守(徒 20:28~31)、勸誠(徒 20:31)、為

羊捨命(約 10:14~15:徒 20:33-35) 

4. 教導(提前 3:2): 這是指牧羊人般的教導,不只是知識層面的,也是生活實踐層面的;不只影

響人的理性,也影響意志,並帶著權柄和愛心。這也包括護教:「堅守那合乎教義、可靠的真

道,好使他能夠用純正的道理勸勉人,並且能夠折服反對的人。」(多 1:9) 

有些宗派(例如:聖公會,循道宗)把「長老」界定為專業的職人員,有些宗派(例如:長老宗)則

認為不用這樣做。 無論是否專業的聖職人員,他們都應該領受適當的待遇:「那些善於治理

教會的長老,尤其是那些在講道和教導上勞苦的長老,你們應當看他們是配受加倍的敬重和

供奉的。因為經上說: 『「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牠的嘴。』6又說:『作工的配得

工價。』」 (提前 5:17~18) 

Episkopos 這詞彙也給翻譯為 bishop (監督、主教)和 pastor (牧師)。7在新教中，特別是在

浸信會中，認為“牧師”（pastor，以弗所書 4:11）、“長老”（elder，使徒行傳 20:17）、

“監督”（bishop 或 overseer，提摩太前書 3:1）指的是同一個職位，牧師強調的是此職位

的牧養工作，長老強調的是這人在屬靈上是成熟的（不一定是年齡很大），監督強調的是

他的治理教會的工作。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前書第三章規定了監督的條件，在提多書第一章

制定了長老的條件，比較一下發現兩者是基本一致的；而且保羅在提多書第一章裡交替使

用長老和監督（1:5,7）。此外，保羅在使徒行傳 20 章見到了以弗所的長老，囑咐他們牧

養神的教會，這也?是牧師的工作。 

執事(deacons; 希臘文 diakonos) 的主要職責是管理(徒 6 章),在長老的監督下進行。聖經提

到女執事(提前 3:11),表示姊妹也可以擔當這職分;那麼,教會可否設立女性的 episkopos (長

老/主教/牧師)?  

參考一些女人作先知、講道或教導的經文 (例如:賽 8:3;徒 2:2~17,21:9;林前 11:5)。保羅在

提前二章可能特指某種「教導」和「轄制」,比如制定教義式的教導;林前十四章,不是說婦

 
6 本經文另見於申 25: 4 及林前 9:9。 
7 The terms elder (πρεσβύτερος), bishop (ἐπίσκοπος), and pastor (ποιμήν) are terms used interchangeably of the 
same pastoral office in the NT church (Acts 20:17, 28; Titus 1:5–7; 1 Pet 5:1–4). Elder, pastor, and bishop are terms 
addressing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ame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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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在教會裡完全不可說話,上下文強調聚會的秩序,因此保羅禁止的是,一種擾亂秩序並使文

夫差愧的言論。 

C. 教會組織模式 

教會曾經出現以下幾種組織模式: 

1. 主教制 (Episcopalian ;希臘文 episkopoi) 

這模式的特徵是,揀選教會會領袖(例如:主教、祭司、執事)的權利在於主教,不在於地方教

會。主教有權管理和開除地方教會的祭司或牧師。天主教、 聖公會和循道宗都採用這模

式。天主教和聖公會各有一位最大的主教,分別是教皇(pope :拉丁文 pappas)和坎特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2. 長老會制 (Presbyterianism) 

這模式起源於十六世紀受到加爾文和改革宗神學影響的英格蘭和蘇格蘭信徒,特徵是由一

群長老管理教會,而長老經由會眾選出,受其他長老按立,可參與講道和主持聖禮。教會之間

的管理權通常屬長老大會,這是由各地方教會的長老組成,也受地方教會制衡。這模式與主

教制的分別是,地方教會有權選擇長老。支持者認為這模式符合舊約猶太會堂的傳統,都是

由長老管理, 並認為,第一世紀的耶路撒冷大會(徒 15 章)就是「長老大會」,大會的決定駕

馭其他地方的教會。但耶路撒冷大會的決定具有權威,是因為當時使徒在場, 而早期教會也

有主教制和公理制的模式。 

 

3. 公理制 (Congregational) 

這是十六世紀末由布朗恩(Robert Browne)發展的模式。採用這模式的教派包括好些浸信

會、公理會和路德宗,其特色是各地方教會獨立,彼此沒有管轄權,但可以彼此合作和討論;也

讓各教會的會友選擇自己的領袖。8 

總括來說,聖經沒有清楚指明教會必須採用哪種組織模式。各教會可考量各自的傳統和此

時此地的需要來作決定。 

 

 

 
8 公元 1581 年，當伊莉莎白在位時期，布朗恩在諾域治（Norwich）組織了一個公理派教會，因而被送進監

獄。從監獄釋放後，他帶著大部份會友逃到荷蘭的密得爾堡（Midd1eburg）。當日荷蘭是歐洲難民的避風

港，許多英國分離派信徒，在這兒找到安全之所。布朗恩在密得爾堡出版了一本書，名叫「一本教導真基

督徒生活言行的書」：書中闡釋了公理派原則。這套有關教會行政體系的原則，至今仍為公理派教會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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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會的使命和事工 

教會的使命就是去使萬民成為耶穌的門徒。使徒行傳二章 40 至 47 節9 讓我們看到,初期

教會如何實踐這使命:  

1. 教導聖經(徒 2:42) 

2. 施行聖禮:聖餐和洗禮(徒 2:41~42、46) 

3. 敬拜讚美、禱告(徒 2:42、47; 林前 14:15~17) 

4. 團契(徒 2:42、46) 

5. 事奉(徒 2:41~46; 弗 4:11~16) 

6. 物質上的關懷,包括社會關懷 (路 10:25~37;徒 2:44~45;雅 1:27;約壹 3:17~18)10 

7. 傳福音和宣教,使萬民作主門徒(太 28:16~20;徒 2:47) 

六、教會禮儀 

「聖禮」(sacrament ;拉丁文 sacramentum)翻譯自新約希臘文 mysterion (弗 5:32 ;提前

3:16;啟 1:20)。按照希臘文的字根,「聖禮」表示具有神祕意義的事物,是屬靈實體的標記。

天主教有七個, 即: 洗禮、堅振禮、聖餐禮、婚禮、告解禮、授職禮、和臨終膏油禮。 

在宗教改革時期,新教神學家指出,耶穌基督清楚吩咐的聖禮只有兩種,就是洗禮和聖餐。過

去對於這兩個聖禮的意義和表達方式有許多爭辯,以下逐一討論： 

A. 洗禮 

洗禮是基督吩附我們遵守的(太 28:19~20),也是初期教會實行的(徒 2:38, 41 ; 8:12、

36~38,9:18, 10:47, 16:14~15、33, 18:8, 19:5)。洗禮的意義,包括(1) 象徵歸屬基督,表達與基

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羅 6:4;西 2:12) ;22 (2) 象徵歸屬教會(徒 2:41)。對於洗禮的功效,

歷代教會提出以下幾種看法: 

1. 洗禮的重生  

天主教、東正教和一些新教教派(例如:部分路德宗)持這看法,認為人在洗禮的一刻,領受救

恩的好處(罪得赦免、 領受聖靈、重生)。天主教認為,這功效唯獨建立在禮儀本身(from 

 
9 「彼得還用許多話作見證，勸勉他們說：你們當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世代。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

許多奇事神蹟。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他們天天

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

人天天加給他們。」 

10 基督信仰不但改善個人的生命,也改善整個世界。社會學家發現,宣教士是促進傳播和發展公眾教育、大眾

印刷、報紙、志願組織、信仰自由和社會改進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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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k done, ex opere operato),不在乎領受者的信心。按照這觀點,嬰孩接受洗禮也能領

受這些好處。部份分路德宗認為，洗禮的重生若要產生功效，領受者也要有信心。然而, 

上述觀點都要面對以下的難題: 

(1) 聖經論到洗禮的功效時,信心是不可或缺的功效時,;但論到信心 就不一定提到洗禮(徒

15:9, 10:9~10;加 2:20,3:1~5;弗 3:17)。新約聖經論到得救的條件時,超過 150 次只提到信心

而沒提到洗禮。 

(2) 雖然聖經說「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可 16:16a),但接著說「不信的必被定罪」(可

16:16b;參約 3:18)而不是說「不受洗的必被定罪」。這表明「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乃是

強調只要相信受洗所象徵的,願意歸屬耶穌的信一就必定得救。 

(3) 彼得說:「你們應當悔改,並且每一個人都要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使你們的罪得赦,就必

領受聖靈,那白白的恩典。」(徒 2:38)但後來,彼得向哥尼流傳講「信耶穌得放罪」的福音,

哥尼流就領受聖靈,然後才受洗(徒 10:43~48)。這證明救恩和聖靈不是在洗禮的一刻才得

到的。因此,彼得這句話的意思是: 罪得赦免和領受聖靈的條件不是洗禮,而是洗禮所象徵的

「願意歸屬耶穌的信」 

(4) 領受聖靈,唯獨藉著信心,不是藉著行為(加 3:1~5) 

(5)「洗禮的重生」的教義混淆了信心與信心的表達(例如:洗禮)。信主意味接受耶穌為生命

的主(路 9:23),並且願意順從耶穌的命令接受洗禮。接受洗禮和賙濟窮人等行為是信心的表

達,但不是信心本身,而我們不是藉著行為得救。 

總括來說,信心是得救的必要條件,洗禮卻不是。但洗禮是真正相信耶穌的人願意做的。11 

2. 象徵 

洗禮只是一種象徵,象徵人歸屬基督和教會,沒有帶來其他祝福。這觀點出自對天主教的錯

誤持極端反應的宗派,比如重洗派。 

3. 堅定屬靈生命 

洗禮不但象徵人歸屬基督和教會,也帶來一些祝福。洗禮的功效與信心的功效有緊密的聯

繫(徒 2:38,22:16;加 3:27;西 2:12;彼前 3:21)。基督徒藉著信心與神合一,而這合一藉著洗禮

得以堅定。 

 

 
11 浸禮及灑禮的模式——只要其屬靈意義被尊重——皆為有效的洗禮（或稱水禮）方式，參沈有方：「如

何看洗禮的屬靈意義與模式？」，〈聖言資源中心〉，下載自 http://www.sagos.org/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25:2010-10-18-17-51-58&Itemid=8&lang=us。 

http://www.sagos.org/index.php?option%0b=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25:2010-10-18-17-51-58&Itemid=8&lang=us
http://www.sagos.org/index.php?option%0b=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25:2010-10-18-17-51-58&Itemid=8&lan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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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聖餐 

 

聖餐又稱為「擊餅」(徒 2:42,20:7)、「主的筵席」(林前 10:21)、「主的晚餐」(Lord's 

supper ,林前 11:20)。3.是基督所設立的(太 26:26~29;可 14:22~25; 路 22:17~20;林前

11:23~26),12也是嚴肅的儀式,「人應當省察自己」,然後才領受聖餐(林前 11:28)。這意味領

受聖餐者應該是順服主的基督徒。 

聖餐有以下的意義:  

(1) 記念基督的死(路 22:19; 林前 11:17~25);  

(2) 等候主再來(可 14:25 ;參太 26:29; 路 22:16-18:林前 11:26); 

(3) 信徒的團契(林前 10:17,11:20~21) ;  

(4)與復活的基督團契。對於最後一項「與復活的基督團契」,歷來有四種不同的看法: 

(a) 天主教和東正教: 基督的人性在餅和酒裡 (即「實體臨在」(real presence]),而餅和酒在

本質上變成基督的身體和血。這觀點始於第二世紀,稱為「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 他

們按字面意思來解釋耶穌所說的「這是我的身體」(太 26:26~29)和「吃我肉、喝我血的,

就有永生」(約 6:54~64),並把聖餐當作獻祭。 

(b) 路德宗: 基督的人性在餅和酒裡面,但餅和酒在本質上沒有變成基督的身體和血。他們

也按字面意思來理解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的兩段經文,卻認為基督的人性在餅和酒的「裡

面、旁邊、下面」(in, with, and under),就像鐵棒被火燒,但鐵仍然是鐵,卻充滿了火。 

(c) 慈運理: 基督的靈的同在,而守聖餐只是記念。持這觀點的人不替同按字面意思來理解

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的兩段經文。 

(d) 加爾文: 基督的靈的同在,而守聖餐不但是記念,也會得到屬靈的福氣。”這福氣與基督徒

的信心有關,如同洗禮一樣;基督徒思念主的犧牲,堅固他們與主之間的關係。持這觀點的人

也不贊同按字面意思來理解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的兩段經文。 

哪個看法最符合聖經? 

(1)「基督為了擔當許多人的罪,也曾經一次把自己獻上」(來 9:28),因此信徒不應該藉著聖

餐來獻祭。 

(2) 這是我的身體 (太 26:26~29)不應該按字面意思來理解，因為在被出賣的那一夜,耶穌說

這句話時,祂的身體顯然在門徒面前。那餅和耶穌的身體是分開的,給門徒吃進肚腹,因此那

餅(和酒)顯然不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為門徒捨棄的身體(和血),而是給門徒吃進肚腹的東西。 

 
12 英文還有其他稱呼:"(Holy) communion" (林前 10:16),"eucharist" (太 26:27 ;林前 11:24) ; eucharist 源自希臘

文 eucharisto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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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者,路德宗用「基督有些神性的屬性傳到人性」的觀念來解釋耶穌的肉身也能無所不

在。加爾文反對這觀點,認為「無所不在的肉身」等於奪去耶穌的人性。因此這觀點有其

問題 

(4) 正如耶穌說「我是真葡萄樹」(約 15:1)不應理解為「耶穌等同葡萄樹」、「這是我的

身體, (太 26:26~29)，不應理解為「餅等同身體」。耶穌這句話的意思是,餅象徵耶穌的身

體，用來記念耶穌為我們犧牲祂的身體。照樣,「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約

6:54~64)也不應該按字面意思來理解。耶穌說:「使人活的是靈,肉體是無濟於事的。我對

你們所説的話是靈、是生命。」(約 6:63)「吃我肉、喝我血」的意思是信靠耶穌的話語,讓

耶穌和祂的話語進入自己的生命中。信徒藉著守聖餐來記念耶穌,他們就更加信靠耶穌的

話語,與耶穌有更密切的關係,因而領受屬靈的祝福。 

 

七、教會合一 

A. 合一的不同層面 

教會合一是耶穌基督的心願,也是祂的禱告:「我不但為他們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而信我

的人求,使他們都合而為一,像父你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一樣;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讓世人

相信你差了我來。你賜給我的榮耀,我已經賜給了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合而為一,讓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並且知道你愛

他們,好像愛我一樣。」(約 17:20~23 ) 保羅用身體的比喻來表達教會應有的合一:「凡事謙

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彼此寬容;以和睦聯繫,竭力持守聖靈所賜的合一。身體只有一個,

聖靈只有一位,就像你們蒙召,只是藉著一個盼望。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個,洗禮只有一

種;神只有一位,就是萬有的父。他超越萬有,貫徹萬有,並且在萬有之中。」(弗 4:2~6) 

然而,今天的「教會」不是只有一個,而是包括數以萬計互有分歧、自稱為基督信仰的組

織。這樣,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教會的合一? 

首先,我們要理解「合一」可分為不同的層面: (1)組織; (2)禮儀; (3) 分享基督的生命; (4)福音

工作。信徒在組織和禮儀上明顯不必然是合一的。有形教會是肉眼看得見的,無形教會則

由真正的基督徒組成,他們可以在分享基督的生命和福音工作上合一。 

B. 異端與異教、不同的基督教宗派 

我們要留意，不是所有自稱基督教的組織,都是真正的基督信仰組織（廣義「教會」的一

部份）。(假如一個人相信沒有完整神性的耶穌(例如:耶和華見證人),說自己真正相信耶穌,

但他們對耶穌的認識有嚴重錯誤，那他可不是真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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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異端(heresy)的希臘文 hairesis,可指分歧或不同的派別(徒 5:17), 也可指陷害人的異端 

(彼後 2:1)。在此,異端指一種自稱基督教卻歪曲基督教核心教義的信仰,會引致人減亡。他

們的教義不屬於最早期、最純正的基督教,是後來發展而有偏差的。 

異端不同於異教:異端自稱基督教組織或從基督教衍生出,異教(例如:佛教、道教、印度教)

卻沒有。異端也不同於教派:異端歪曲了基督信仰的核心教義,在本質上不是基督教,比如耶

和華見證人、摩門教、東方閃電; 

(2) 不是每個教義都同樣重要,也不是所有教義上的錯誤都產生異端,比如改革宗傳道人唐崇

榮博士堅持神恩獨作說,循道宗傳道人宋尚節博士反對神恩獨作說,在邏輯上其中一個必然

是錯的,但兩人都不是異端,都是愛神愛人、 蒙神大大使用的僕人,只是對基督信仰非核心教

義的看法不同而已。哪些教義是核心教義? 這是關鍵的問題。核心教義與福音有關,若故意

否認就得不到救恩,不算是真基督徒。與福音有關的核心教義,包括以下幾方面: 

* 神和神的啟示: 聖父、 聖子、聖靈是三位一體的獨一真神, 創造宇宙、統管宇宙,與受造

物有別,是全能、全知、全在、全善、全愛的永恆者,是啟示聖經的神 

* 耶穌: 耶穌基督有完整的神性,也有完整的人性。 

* 救恩: 

(i) 人有罪但不能自救, 並要為所犯的罪面對神公義的 

(ii) 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救主,代替我們的罪而死並且身體復活,完成了救恩,然後升天,末

後必再來審判世人; 

(iii) 罪人得拯救,不是因著行為,乃因著神的恩典。罪人藉著悔改和信靠耶穌,可以白白得稱

為義,罪得放免,與神和好,並與神永遠在一起。人得救需要聖靈超自然的工作(重生是超自然

的)。人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使祂從死人中復活,就必得救(羅 10:9) 

以上的教義非常重要。如果人自稱其督徒,卻故意否定關於神的教義(例如:三位一體),就不

是敬拜基督信仰的神;如果故意否定耶穌基督的神人二性,就不是跟隨真正的耶穌,在本質上

不算是真基督徒;如果故意否定關於救恩的教義,就不能得著救恩。 

>> 你認識有哪些異端？他們如何故意自稱基督教卻歪曲基督教核心教義的信仰？ 

 

 

C. 宗派與合一運動 

宗教派(denomination) 是持守基督教核心教義的組織,在本質上是基督教的,比如改革宗/長

老宗(Reformed / Presbyterian) 、路德宗(Lutheran)、浸信會(Baptist)、公理會

(Congregationalist)、五旬宗(Pentecostalism) 、循道宗 (Methodist) 、聖公會(Anglican)。 

雖然他們的看法有許多不同之處,但不涉及基督信仰的核心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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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有這麼多宗派,原因包括： 

(1) 有些人捍衛宗派創始者的看法,比如好些路德宗信徒高舉路德,不肯與反對者和解; 

(2) 歷史偶然因素,比如聖公會創立乃因英國國王享利八世不滿教皇反對他休妻; 

(3) 聖經容許不同觀點,比如聖公會採用主教制,長老宗採用長老大會制; 

(4) 對經文不同的理解,比如長老宗和聖公會認為新約聖經接受嬰孩洗禮,浸信會則不同意; 

(5) 復興運動,比如循道宗因衛斯理的復興聚會和改革從聖公會分出來; 

(6) 觀點趨向極端,比如極端改革宗認為在崇拜中只能唱詩篇; 

(7) 對非核心教義有錯誤的認識。由此可見,教派的產生有好些人為的因素。 

 

我們可不用刻意消除宗派的劃分,但同時不要高舉個別宗派,反而要追求在分享基督生命和

福音工作上的合一。這是基督教合一運動 (ecumenical movement) 所強調的。從教會歷史

可見,信徒一直努力促成基督教的合一。近代的基督教合一運動可追溯自 1910 年愛丁堡的

世界宣教大會。 

D. 天主教 

天主教是不是異端?現今逾十億的天主教徒,還有過去的天主教徒都要滅亡嗎?這議題非常

複雜,在福音派中引起爭議。 

(1) 首先,天主教的三一神論沒有問題。很多人誤以為天主教敬拜馬利亞,把她視為神,甚至

有些伊斯蘭教徒以為他們把馬利亞當作三一神的一個位格。其實,根據天主教的官方教義,

他們只是尊敬( venerate)而不是敬拜(worship)馬利亞;馬利亞沒有神性,只是蒙神特別保守而

沒有原罪的人。此外,天主教也承認耶穌的神人二性。 

(2) 在天主教歷史中,最大的問題在於救恩論。當路德重新發現唯獨恩典、唯獨信心、唯獨

基督的實貴福音時,他驚訝發現這福音和當時羅馬天主教的教導非常不同。天主教會教導

人得稱為義是因著他的信心和行為,並且信徒除了順從聖經,也要順從教皇和教會的傳统;天

主教會又售賣贖罪券,高舉馬利亞和其他聖徒。羅馬天主教變成這樣子,是由於有人利用宗

教來達到其私利和政治目的,也經過長時間的演變,期間原本純正的信仰掺雜了迷信傳說。 

(3) 然而，近代的天主教神學在梵蒂岡第二次會議(Second Vatican Council,1962-1965 年)

之後似乎有點改變。現今,有些天主教神學家甚至願意稱路德為聖徒。也與羅馬天主教合

作。在 1999 年的路德宗和羅馬天主教對話(Lutheran-Roman Catholic Dialogue) 中，天主

教顯然願意承認唯獨恩典、唯獨信心、唯獨基督的教義,這在路德時代是難以相像的。儘

管如此,有些學者如萊恩(A.S. Lane)警告,雖然羅馬天主教在官方對話中承認因信稱義,但他

們的神學思想仍舊忽略因信稱義,而且在用詞方面,仍常常把「稱義」和「成聖」混合在一

起;一般信徒在其信仰生活中就更不用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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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從基督信仰核心教義的角度,天主教不是異端。他們和福音派敬拜同一位神,跟隨

同一位基督,都承認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救主,代替人類的罪而死,身體復活,然後升天、再

來、審判,並且罪人因著神的恩典,藉著信靠耶穌得救。因此,天主教會裡也有得救的基督

徒。然而,天主教傳統往往把「稱義」和「成聖」混合在一起,因此不能假定所有的天主教

徒都得救。我們若認識天主教徒,就要確定他們得救與否;若發現他們對救恩沒有把握或有

錯誤的把握(例如:以為因著自己的好行為,就必定得救),就要糾正他們的錯誤觀念,並向他們

傳純正的福音。 

E. 福音派 

「福音派」(evangelicalism)不是一個宗派,而是跨教派的神學立場。「福音」(希臘文

euangelion)的意思是「好消息」、「勝利的消息」。「福音派」一詞有不同的用法:比如

歐洲的新教徒將它等同「新教」,以別於「羅馬天主教」或「東正教」;英國歷史學者用來

指稱十八世紀衛斯理的循道運動;在十八世紀的美國,也用來指稱支持懷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與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帶領的「大覺醒」(Great Awakening)復興,與反

對者區分出來。而現今「福音派」一般指 1950 年代從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分別出

來的神學：當自由神學在十九世紀興起,好些正統神學家如霍奇和華菲德起來反對,以維護

聖經的默示與無誤性,這後來被稱為「基要主義」。但後來,不少基要主義者放棄早期的優

良傳統,甚至漸趨極端,即使其他信徒對非核心教義有稍微不同的意見就指責他們是異端。

基要主義內部也不斷分裂,到了 1950 年代,好些領袖從當中走出來,強調用較溫和的手段來

維護正統信仰,並且採用了「福音派」這名稱。 

福音派和基要派的共通點是維護基督信仰的核心教義,並且特別強調(1)聖經的權威性與自

足性;(2)基督在十架上救贖之死的獨特性:(3)個人悔改的必要性;(4)傳福音的必須性、恰當性

和迫切性。福音派領袖如葛培理、卡爾亨利(Carl Henry )、斯托得(John Stott) 雖然接受基

要派列出的基本信仰,卻認為基要派已趨向極端有其偏差之處: 他們有一種錯誤的態度:, 就

是心胸太狹隘, 排拒任何不同的觀點, 在文化上封閉, 故未能改變社會環境。 

F. 靈恩運動 

近代的靈恩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特別強調這些、作先知。第一波的靈恩運動可追

溯至超自然的恩賜,例如說方言、醫病。1906 年美國亞蘇撒街 (Azusa Street)的循道宗,由美

國黑人牧師西默(William Seymour)主持的聚會。這又稱為「五旬節運動」，由此成立了一

個新宗派，就是神召會(Assembly of God)。這運動的特徵包括活潑的敬拜、 種族和諧、

火熱傳福音,強調對神的經歷過於對神的知識。這些都很好,但運動初期提出兩個富爭議的

觀點: (1)領受聖靈充滿者一定領受方言的恩賜; (2)不是每個相信耶穌的人都接受了聖靈的

洗,所以需要「第二次的洗」,因而產生不同等級的基督徒(受過和仍未受過靈洗的) 這兩個

觀點，不符合聖經。（詳見下課）經歷第二波靈恩運動(1960 年代)、第三波靈恩運動

(1980 年代)，第四波靈恩運動大約在二十世紀末開始,較看重神的話語,強調依靠「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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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和「聖靈的合一」。他們認為聖靈恩賜的運用,應該建立在穩固的聖經基礎上,並且靈

恩派與非靈恩派應該彼此謙卑學習。回顧歷史,靈恩運動有逐漸成熟的跡象。許多靈恩教

會糾正了過往較極端或不符合聖經的觀念,在基要真理上相當純正例如三位一體、耶穌基

督的神人二性,祂的救贖工作(代死、復活、升天和再來)等等。靈恩運動著重聖靈的工作，

追求更豐富的屬靈經驗、屬靈恩賜、靈裡敬拜和生命更新,這些都是部分保守派教會忽略

的。然而,要注意靈恩運動並非統一的運動,即是許多靈恩教會有各自的觀點和做法。以下

列出一些(不是全部)靈恩教會普遍的欠缺失： 

o 認為說方言是基督徒普遍的經歷,聖靈的洗是得救後的經歷,看重恩賜過於聖靈所

產生的品格。 

o 認為聖靈神蹟性的彰顯要跟從第一世紀使徒時代的模式,即是神蹟普遍地發生。

但要注意,聖靈不一定這樣做,我們也不應忽略使徒時代的獨特性。 

o 對所謂「靈恩的彰顯」缺乏批判性。但現今,有些靈恩派教會已對此提高警惕。 

G. 追求真道上合一的實踐 

一方面,不少教會（如中國教會）正面對異端的嚴峻挑戰,要小心防備;另一方面,許多信徒為

了的防備異端而趨向另一極端,即使在非核心教義方面有稍微不同的觀點就視之為異端。

許多信徒在不同神學思想、宗派背景的神學院或教會裡接受裝備,於是帶著不同的神學觀

點來參與教會事奉。這樣,如何處理同工之間和教會之間的不同神學觀點,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可以按照以下的具體步驟實行: 

(1) 要弄清楚事實真相,不能道聽塗說。 

(2) 要分辨對方有沒有達背上文提到神論和啟示論、基督論及救恩論的核心教義,以判斷他 

     的觀點是否異端。 

(3) 若不是異端,就要分辨對方有沒有在某些教義上犯 了嚴重的錯誤。不是異端,就可以接 

     納對方為弟兄姊妹,並且當竭力持守合一(弗 4:3)。但要注意,即使不是異端也不表示沒有 

     錯誤。有些錯誤還未算為異端,但仍是嚴重的問題,比如認為必須能夠說方言オ是被聖靈 

     充滿。這些錯誤雖不至於使人滅亡,但對基督徒的屬靈生命和教會事工帶來破壞。這時 

     候,我們仍要愛對方,卻不能在真理妥協,因為愛是只喜歡真理(林前 13:6),並且我們要用愛 

     心說真理(弗 4:15),嘗試將對方挽回,並保護教會和其他信徒。 

(4) 若沒有犯嚴重的錯誤,就可能只是對某些經文有不同解釋。這樣,就要學習謙卑和更多的 

     包容。有時候,不一定是別人的錯,反而是自己太狹隘或以偏蓋全!羅馬書十四章 5 至 9 

     節告訴我們,在某些事情上,各人可以有各自的觀點,要彼此尊重,確保教會不會因個人因 

     素而分裂。「凡事謙虚、溫柔、 忍耐,用愛心彼此寬容;以和睦聯繫」(弗 4:2~3) 

有些人動不動給其他教會和信徒扣上異端的帽子。這不符合耶穌的心願,他在禱告中說:

「我不但為他們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而信我的人求,使他們都合而為一,像父你在我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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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你裡面一樣;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讓世人相信你了我來。」 (約 17:20~21) 這樣的合一

並非劃一(unity but not uniformity),不同教會不必有相同的組織和做法,而要在分享基督

生命和拓展天國福音上合一。 

 

八、反思、禱告： 

 

1. (a) 你會用怎樣形容「城北華基」（你的地方教會）？有哪些形容詞湧上心頭？ 

 

 

(b) 教會明年的主題：「使命為本．齊心向前」對你來說有何意義？可如何在當中參與？ 

 

 

2. (a) 你對自己的團契/小組未來（2020 年及以後）有甚麼遠景/憧憬？ 

 

 

(b) 團契/小組有甚麼要更新，以至更像基督的身體、屬靈的殿宇、基督的新婦和神的家？ 

 

 

3. 教會（普世教會 / 城北華基）沒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便不成教會？ 

 

 

1. 為教會/團契/小組活得更像基督的身體、屬靈的殿宇、基督的神婦和神的家祈禱。 

 

 

2. 為主攔阻異端工作及帶領當中迷失的人回轉歸信真神祈禱。 

 

 


